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

阳东）“此次我们决定向确山投入

147亿元脱贫攻坚开发性资金，就是

看到了老区确山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市场前景。希望确山县一定要把钱

用在刀刃上，用到群众关心的民生

大事上，办更多的民生实事，最大限

度地发挥政策性金融贷款的效益，

全力支持老区脱贫攻坚工作。”日

前，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行长傅

小东说。

据悉，根据双方协议，省国开行

将提供147亿元的金融支持，助力

确山县的扶贫搬迁、农村基础设施、

教育扶贫等脱贫攻坚领域及保障性

住房、城建、文化旅游等9个领域重

点项目建设。

确山县主要负责同志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国开行对确

山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近两年先后为盘龙镇西郊城中村综

合改造、城区三里河河道污染治理

项目，签约政策性金融支持资金

7.44亿元，有力地推动了确山发展。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付

如王亚江）在南乐县谷金楼乡中平邑村，

田秀琴一家算得上是村里的“明星户”。

因为家里家外干净整洁，窗明几净，一家

人尊老爱幼，团结邻里，被评为全县的

“美丽庭院示范户”。近日，走进田秀琴

家的小院，一片片新绿便映入眼帘，透着

勃勃生机。

今年，南乐县开展了“创建美丽庭

院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通过发挥妇

女在组织家庭生活、弘扬家庭美德、树立

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引导全县广

大妇女和家庭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创建活

动，以女性的文明进步带动家庭生活生

产方式转变，以家庭面貌的焕然一新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良好家风，促进乡

风文明。

在城关镇郭庄村，妇女们组建了巾

帼保洁队，广大妇女以实际行动清洁家

庭、美化村庄，撑起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半

边天。经过妇女们的努力，村里摆脱了

“脏乱差”，实现了“美丽梦想”，全村的

“颜值”不断飙升。郭庄村还专门成立了

美丽庭院评选委员会，建立评比制度，每

月评比一次，每次评出10户示范户，对

连续三次荣获“美丽庭院示范户”称号的

家庭进行奖励。孙俊利家的院子里物品

收拾得井井有条，一个小小的庭院就给

人一种有品质生活的赏心悦目场景。她

说：“通过美丽庭园创建活动的开展，俺

村的妇女们养成了比干净、比文明、比卫

生的好习惯，村里的环境跟以前比大变

样。”

南乐县

座座美丽庭院
扮靓美丽乡村

国开行147亿元脱贫攻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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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丰涧村如期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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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张鸿雨）3月8日上午，平顶山

市石龙区龙河街道嘴陈村举行好

婆婆好媳妇表彰大会，好婆婆高

兴地为自己的好儿媳发奖状，好

媳妇开心地为自己的婆婆戴红

花，现场气氛温馨温暖。

“俺媳妇很孝顺，连俺闺女也

没有媳妇待我好，这个奖状是她

应得的。”李花娥为自己的儿媳妇

颁发奖状时对在场的村民说。紧

接着，儿媳妇又为自己的婆婆佩

戴上了大红花。戴上红花，李花

娥笑得合不拢嘴，婆媳二人紧紧

地抱在了一起。颁奖完毕，村里

请来的摄影师为好婆婆和好媳妇

一一合影，同时又为大家拍了一

张全家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

家庭都和谐、都温暖了，我们整个

社会大家庭也自然就会温暖和谐

了。”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中玉说，村

里好婆婆、好媳妇评比已经坚持十

多年了，每年都要评出10对好婆

婆、好媳妇并颁发奖状，通过评比，

村里的村风民风越来越好了。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乔连军）3月6日是商水县白寺

镇木庄村青年周伟和张霞的大喜

之日。婚礼结束后，新郎新娘便

到镇政府领来60棵杨树苗，同家

人一起去自家承包的河道上栽植

杨树苗。新娘张霞告诉记者：“镇

政府号召新婚青年移风易俗树新

风，结婚栽植纪念树。政府免费

提供树苗，我们趁着大喜日子种

下俩人的‘绿色银行’，不仅有纪

念意义，而且几年后还能有一笔

收入。”在商水县，移风易俗办婚

事，结婚栽植纪念树已是广大育

龄青年追求的新时尚。

近年来，商水县委、县委宣

传部、县文明委、共青团县委、县

妇联向全县广大婚龄青年倡导

移风易俗，婚事简办，并利用不

同形式组织新婚青年参加集体

婚礼、集体植树活动。各乡镇每

年都组织婚龄青年参加集体婚

礼，并在植树节开展新婚青年集

体植树活动。有的乡镇还专门

规划了青年林，并为参加集体婚

礼和集体植树活动的新婚青年

免费拍一张写真合影照片。广

大婚龄青年积极响应县委号召，

文明办婚事，节俭办婚事，并把

结婚时节俭下来的钱用到创业

上，越来越多的新婚青年还选择

在结婚这天栽植新婚纪念树。

据介绍，近两年来，该县有2000

多对新人婚事简办或参加集体

婚礼，3000多对新人在新婚之

日栽植纪念树。

平顶山市嘴陈村

婆婆为媳妇颁奖
媳妇为婆婆戴花

商水县

移风易俗办婚事
新婚栽植纪念树

新农村 新风气

3月8日，项城市新桥镇鸿云木材加工厂内工人们正在晾晒板皮。近

年来，该镇依托周边丰富的木业资源，建起了多家木材加工厂，生产的优质

板皮畅销江苏、山东、安徽等省，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新渠道。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洁石摄

本报讯 （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

李培平 段新华)记者近日从开封市

祥符区陈留镇政府获悉，今年以来，

针对微信在党员中普及面广、使用

率高等实际，该镇党委创建了“祥符

区陈留镇党员之家”微信公众平台，

搭建党组织和党员交流互动的新桥

梁、新平台，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

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

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该微信平台设有“党员建设”

“手续办理”“微党校”三大专栏，包

含“党员积分制管理”“两学一做”

“习近平重要讲话”等子栏目，采用

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

合，让党员随时随地可学习、查阅，

接受党性教育。同时，对广大党员、

群众在微信平台上通过留言提出的

问题或建议，由专人负责回复、反馈

和互动，并整理党员、群众最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予以答复，增强了公

众号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微平台”让党员沟通无极限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党晓峰

朱晓路）3月6日上午，在禹州市浅井镇扒

村山岗上，一群人忙着栽植树苗，挖坑、放

树、扶正、培土、夯实、浇水，动作熟练、有条

不紊，新植的树苗整齐排列，宽阔的山岗生

机盎然。

“去年，我投资200余万元承包了村里

的花果岗，先后流转土地2000亩，统一耕

作平整后，栽植了桃树、杏树、柿树、核桃

树等干杂果苗木，累计6万株。”在植树现

场，花果岗承包人孙大旗告诉记者，今年

他把剩余的800亩土地也全部绿化，继续

栽种适合山岗地的核桃、柿子等干杂果树

种，把过去荒芜多年的山岗、山坡，变成名

副其实的“花果岗”、采摘园和旅游观光胜

地。

入春以来，气温回升，该镇抢抓有利时

机，采取人工与机械相结合、连片栽种与分

散种植相结合方法，大范围植绿、补绿，迅速

掀起春季植树造林高潮。在8个植树点，全

镇日出动劳力200余人次、挖掘机10台次，

镇、村干部坚守一线，主要领导到一线督促

指导，确保多栽树、栽好树。据悉，该镇已累

计投入林业生态建设资金216万元，投入人

力8000人次、机械260台次，栽植苹果树、

杏树、柿树、核桃树、女贞等苗木23万株，完

成绿化3800亩。

禹州市浅井镇

植树时节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张莹通讯员周玉敏）记者

3月10日从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获悉，该

行对口帮扶的宜阳县丰涧村，已于去年年

底，通过了该县脱贫攻坚办组织的联合检查

验收，如期实现脱贫。

丰涧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全村两个自然

村9个村民组，368户1449口人。2015年8

月,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冯合勋调研员被

省委选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一年多来，他

进村入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在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的高度重视和创新帮扶下制

定规划，开展精准扶贫，取得了不菲成绩。

制定规划。在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的基

础上，冯合勋于2015年11月即制订出初步

规划方案，并多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集体

讨论，几易其稿，最终制定了《宜阳县高村乡

丰涧村脱贫攻坚规划》。《规划》既考虑脱贫

攻坚的进度，又兼顾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经

济的目标。

结对帮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识

别，逐个摸底，经过几次重新识别“回头看”，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当初的56户186口人

减少到49户161口人。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29个党支部与29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其余贫困户由第一书记、乡政府干部、宜阳县

建设银行（帮扶单位）负责结对帮扶，有的贫

困户还由两个帮扶责任人帮扶。责任到人，

一户一策，形成了帮扶工作的“双保险”。该

行行长徐诺金和其他行领导多次带着大米、

食用油等慰问品，对贫困户、特困户、老党员、

老军人、80岁以上老人等走访慰问。

金融扶贫。该行一次性拿出30万元，建

立“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金融扶贫风险担

保基金”，来撬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解决

农民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对宜阳县增加金

融扶贫再贷款1.5亿元，截至目前已放款

6500万元。创新性地组织全行干部职工自

愿捐款设立了“奖教奖学”基金，用于长期支

持和帮扶丰涧村小学的教育工作。

产业扶贫。立足当地实际，发挥种植合

作社作用，发展种植业，大力发展草莓大棚

种植；筹资建设塑料大棚，发展花卉种植；种

植花椒，扩大烟叶、辣椒的种植面积。筹备

成立宜阳县民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

养牛、养羊大户，协调信贷资金，扩大养殖规

模。正式申报“2016年高村乡丰涧村母牛养

殖到户增收项目”，同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发展养殖业。

据悉，宜阳县丰涧村人均收入由2015

年的2300元增长到2016年底的6412元。

截至2016年底，全村贫困户49户161人中，

有45户154人按期脱贫。

◀3月12日，郑州市农村人力资源管理中心30

多名志愿者，来到登封市卢店镇的贫困村刘家沟村

象牙山旅游景区种下爱心树。

本报记者杨青摄

▲3月11日，民权县双塔镇新庄村农民在为刚

栽种的竹柳刷石灰。连日来，该镇组织干部、群众沿

高速公路两侧新栽竹柳4.5万余株，为给栽种的树苗

防寒保暖，同时防止虫害的侵袭，他们在栽种的同时

还给每棵小树刷上了石灰。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洁）3

月8日，春风吹拂，站在叶县保安镇马头山山

下，只见20多层楼高的巨大风叶随风转动

着，多晶硅太阳能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这不但为山下美丽的杨令庄村增添了新

的风景，也为我们镇的经济增添了新的增长

点。”该镇党委书记马向阳说。

这两个项目是由中广核集团和平煤神马

集团分别建设的风力发电项目和100兆瓦的

太阳能发电项目，项目投资为4.7亿元（一期）

和8.5亿元，去年，两个项目（一期）均并网发

电，截至2月底，已分别发电5700万千瓦时

和2400万千瓦时。目前，二期工程也正在有

条不紊地建设着。

借助区位优势，发展绿色能源项目，是叶

县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施的重要举措。

该县南部属浅山区，近年来，该县狠抓

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日益方便。该县出

台了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借助国家支持绿色

能源发展的契机，积极向外推介宣传，吸引

风力及太阳能项目入驻。马头山位于风景

秀丽的燕山湖附近，又处于有利风口，先是

风力发电项目入驻，接着，该县借助平煤神

马集团转型发展新能源的时机，又吸引该集

团10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落户该地。马

向阳介绍，保安镇本来是叶县经济落后的乡

镇，两大项目的入驻，使该镇的经济位次在

全县大幅前移，也有力推动了该镇的扶贫及

多项社会事业。

也正是这两个项目的入驻，在叶县形成

了绿色项目的集群效应，就在去年，该县在全

市长三角招商会上，又与民营企业协鑫集团

签订了投资18亿元的光伏发电项目。

叶县属省级贫困县，围绕产业扶贫，该

县又在多个贫困村发展光伏产业。目前，常

村镇柴巴村和水寨乡桃奉村已经分别投资

160万元上马了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属于集

体产业，在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同时，也实现

贫困村庄的自我造血。今年春节前，柴巴村

的光伏发电项目投产，一年可为该村带来

22万元的收益。目前，柴巴村光伏发电项

目也将再次扩大，以借机吸引周边村更多的

农户入股，既提高致富能力，又做大绿色产

业。此外，在各家各户房顶上发展太阳能发

电项目，也正作为脱贫项目在全县贫困村有

步骤地推行。

就在距柴巴村不足10公里远的金沟村，

平煤神马集团的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指挥部已

在两个月前开始工作，他们要在常村镇、夏李

乡等地的山区，投资35亿元上马500兆瓦的

太阳能发电项目。与此同时，在该县今年的

规划中，投资3亿多元的南部4个乡、镇山区

近100公里的扶贫公路正在立项。“该项目两

年后投用，既成为旅游扶贫线路带动当地群

众脱贫致富，又将吸引更多的绿色能源项目

入驻山区，叶县这一绿色能源基地也必将更

加名副其实。”该县县委书记古松说。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张洁）

新密尖山风景区和荥阳环翠峪风景名胜

区仅一山之隔，同属嵩山余脉。三月春

暖时节，两地都是漫山遍野杏花盛开。3

月12日，荥阳环翠峪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启动了杏文化节，而新密尖山风景区管

委会策划的伏羲山杏花节也将于3月18

日开幕。一枝红杏，两地争春，带动旅

游，让大山两边的群众都借助旅游开发

走上了致富道路。

荥阳环翠峪风景名胜区共分6个核

心游览区，包括卧龙台、落鹤涧、杏花

村、龙溪宫、鸡冠山古橿林、陈南沟自然

生态观光苑。本届杏文化节以“百天·

百年·杏好有你”为主题，推出环翠峪杏

文化采风活动、“环翠峪杯”杏文化手机

摄影大赛、幸福百年婚庆系列活动、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浮戏山山货展

销会等系列活动，整个活动由杏花花期

延伸到杏子成熟采摘，一直持续到6月

上旬。

新密尖山风景区位于郑州市西南的

伏羲山区，拥有国家3A级景区神仙洞、

4A级景区伏羲大峡谷和4A级景区三泉

湖、红石林等。今年的新密伏羲山杏花

节将于3月18日在尖山风景区楼院村杏

花文化广场开幕，活动为期4天，主题为

“看杏花，赏素心园，游大峡谷，观新密美

景”。据介绍，本届杏花节活动非常丰

富，包括汉服展示、民俗文化美食集市、

网红直播、杏花诗会、山地自行车骑行、

“武林风”新密站国际中泰拳王武术比赛

展演等。

新密尖山风景区管委会书记刘红建

说：“近年来，我们在杏花节等旅游活动

的带动下，坚持将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旅

游开发、特色农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相结

合，积极探索旅游扶贫尖山模式，有力地

促进了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新密荥阳

一枝红杏 两地绽放

太阳能、风电项目建设不停步

叶县正在形成绿色能源基地

农村版

春季植树 绿化环境


